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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两节点介绍 
两节点是指使用两台物理服务器组建 Workspace 超融合集群，打破需要三台物理服务器才能组建

超融合的限制，适用于客户的一些边缘业务场景： 

• 离数据中心较远 
• 后续无扩容计划 

2 安装部署 

2.1  软硬件需求 

两节点场景下，除了两台物理服务器外，还需要第三节点作为超融合的监控节点和双机热备的仲裁

节点。第三节点推荐使用云终端，如果客户环境已存在虚拟化平台，在无云终端的情况下，也可以

使用虚拟机代替。相关配置需求如下： 

1. 服务器配置要求 

两节点场景下，服务器配置要求与三节点场景一致，具体配置要求如表 2-1 所示。 

表2-1 服务器配置要求 

指标项 指标值 

数量 2台 

CPU Intel至强处理器，主频≥2.3GHz 

内存 每台服务器主机≥10*32GB 

系统盘 每台服务器主机SAS HDD硬盘600GB*2块，10k rpm，推荐两块硬盘组RAID1 

数据盘 
每台服务器主机SATA SSD硬盘≥480GB*2块，单独每块硬盘作RAID 0 

每台服务器主机SATA HDD硬盘≥2TB*8块，≥7.2k rpm，单独每块硬盘作RAID0 

网卡 ≥1*4端口千兆以太网卡+1*2端口万兆网卡 

 

2. 终端配置要求 

终端节点仅作为 ONEStor 的监控节点和双机热备的仲裁节点，不参与计算和存储业务，因此不需

要较高配置，为了满足后续版本升级的检查要求，需满足如表 2-2 所示的终端配置要求。 

表2-2 终端配置要求 

指标项 规格 

CPU 核数≥2，主频≥1.6GHz； 

内存 ≥8 G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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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项 规格 

硬盘 ≥256 GB SSD 

网卡 ≥1端口千兆以太网网卡 

备注 C5010V、C5320V、C5520V 

 

3. 虚拟机配置要求 

虚拟机作为监控仲裁节点的场景下，由于虚拟化层对性能会有所损耗，因此不能按照终端节点的配

置要求来进行配置，需满足如表 2-3 所示的虚拟机配置要求： 

表2-3 虚拟机配置要求 

指标项 规格 

CPU 核数≥8 

内存 ≥12 GB 

硬盘 ≥256 GB SSD 

网卡 3个虚拟网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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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 组网 

2.2.1  使用云终端作为监控仲裁节点 

图2-1 两节点架构图-云终端监控仲裁节点 

 

 

组网说明： 

• 对于服务器节点，和三节点部署一致。 
• 由于终端仅有一个网口，因此需复用为管理网、存储内网和存储外网。 

• 并非一定要使用两台交换机，只要同时满足千兆和万兆网口且数量足够即可。 

本指导主要以终端为例说明部署过程。 

2.2.2  使用虚拟机作为监控仲裁节点组网 

这种方案在客户现网已经存在虚拟化平台的情况下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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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-2 两节点架构图-虚拟机监控仲裁节点 

 
 

2.3  服务器节点安装 

服务器节点的系统安装和三节点节点部署一致，请参考官网文档中心《H3C Workspace 云桌面 安
装部署指导》进行服务器系统安装。 

2.4  终端节点安装 

如果使用终端作为监控仲裁节点，需要对终端进行刷机，使用的刷机镜像必须和上面服务器使用的

ISO 镜像版本一致，且选择自动安装版本。按照下述步骤进行刷机： 
(1) 制作 U 盘启动盘，操作步骤与服务器一致，请参见《H3C Workspace 云桌面 安装部署指导》

4.2 制作 U 盘启动盘一节。 

(2) 按下终端电源按钮，并按 F12，选择 U 盘启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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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-3 选择 U 盘启动 

 

 

(3) 开始安装 Workspace，等待系统安装完成后，重启设备。 

(4) 重启后，通过控制台配置管理网。由于云终端通常只有一个千兆以太网网卡，因此，云终端

需要配置网络复用，单千兆网卡复用管理网、存储内网和存储外网。 

表2-4 云终端网口 IP 规划举例 

网络类型 网口名称 IP 地址 子网掩码 

管理网 eth0（vswitch0） 100.100.200.97 255.255.0.0 

存储内网 eth0（vs_storage_in） 10.10.29.3 255.255.255.0 

存储外网 eth0（vs_storage_ex） 10.10.30.3 255.255.255.0 

 

 

• 仲裁节点存储内外网 IP 网段需大于其他两个物理节点。比如此例中，其他两个节点的存储内网分别为

10.10.29.1 和 10.10.29.2，故监控仲裁节点的存储内网配置为 10.10.29.3。 

• 存储内外网应根据实际网络规划配置，若没有可使用默认 10.10.x.x。 

• 仲裁节点刷机后管理 IP 需要配置静态 IP，存储网复用管理网时要求管理网关闭 DHCP，即在 console

控制台手动配置 IP 信息即可。 

• 云终端管理网网口连接交换机对应端口设置为 trunk 口，配置存储网时配置 vlanID：./uis_cfg_thin.sh –i 

ip –m mask –v vlanID  

 

(5) 使用 SSH 软件，使用 root 账户登录系统。 
(5) 在/opt/bin 目录下配置存储内网和存储外网 IP 地址。存储内网 IP 地址配置命令举例：

[root@cvknode95 bin]#uis_cfg_thin.sh –i 10.10.29.3 –m 255.255.255.0 -v1933；存储外

网 IP 地址配置命令举例：[root@cvknode95 bin]#uis_cfg_thin.sh –e 10.10.30.3 –m 
255.255.255.0 -v 1933 

(6) 配置终端网口复用存储内外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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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 修改 root 密码，确保终端节点 root 密码和两台服务器部署时候修改的密码一致（本文以

Passw0rd@_为例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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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  虚拟机节点安装 

虚拟机做外部监控节点，要求其网卡配置最低为 3 个千兆网卡。 

表1-1 虚拟机网口 IP 规划举例 

网络类型 网口名称 IP 地址 子网掩码 

管理网 eth0（vswitch0） 172.168.100.20 255.255.255.0 

存储内网 Eth1（vs_storage_in） 10.10.9.97 255.255.255.0 

存储外网 Eth2（vs_storage_ex） 10.10.10.97 255.255.255.0 

 

 

• 仲裁节点存储内外网 IP 网段需大于其他两个物理节点。 

• 存储内外网应根据实际网络规划配置，若没有，可使用默认配置：10.10.x.x。 

 

(1) 使用 SSH 软件，使用 root 账户登录系统。 

(2) 为虚拟机的指定网卡配置存储网地址的配置命令举例： 
[root@cvknode ~]#uis_cfg_thin.sh –a 10.10.9.97 –m 255.255.255.0 

[INFO]:please enter one eth as storage network interface from folowing ---eth1 eth3:eth3 

图1-2 指定网卡配置存储网地址 

 
 

 

此处需要选择指定的物理网口，为 eth3 配置完 IP 地址后，还需重复步骤(2)，为 eth1 配置 IP
地址。 

 

(3) 修改 root 密码，确保虚拟机节点 root 密码和两台服务器部署时候修改的密码一致（本文以

Passw0rd@_为例）。 



 

8 

2.6  初始化部署 

(1) 系统完成安装后，为一台服务器配置好静态 IP，然后用此 IP 登录管理平台。 

图2-4 管理平台登录页面 

 

 

(2) 配置时钟服务器。 

图2-5 配置 NTP 服务器 

 

 

(3) 选择超融合架构，办公场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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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-6 选择架构和场景 

 

 

(4) 设置网络规划参数。 

图2-7 配置网络信息 

 

 

图2-8 操作提示对话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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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配置服务器网卡，此处只需要配置两台服务器的网卡信息即可。 

图2-9 配置服务器网卡 

 

 

(6) 将所选的 2 台服务器添加到集群，添加的时候需要修改 root 密码（本文以 Passw0rd@_为
例）。 

图2-10 添加主机到集群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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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-11 添加主机到集群 2 

 

 

(7) 增加外部监控节点：此时，2 台服务器的网络信息已经配置完成，登录后台查看存储内外网的

IP 地址，确保给终端监控节点配置的存储内外网地址大于这 2 台服务器的地址（比如当前 2
台服务器的存储内网地址分别为 10.10.30.1 和 10.10.30.2，那终端的存储内网地址可以配置

为 10.10.30.3 及以后的地址））。 

图2-12 增加外部监控节点 

 

 

(8) 配置外部监控节点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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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-13 配置监控节点信息 

 

 

图2-14 外部监控节点增加成功 

 

 

(9) 单击<下一步>，在弹出对话框中单击<确定>按钮，开始部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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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-15 确认部署方式 

 

 

图2-16 开始部署 

 
 

(10) 部署完成后，单击<下一步>按钮，进入 License 授权页面，可暂时先不授权，待部署完成后，

进入管理平台 License 页面进行授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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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-17 License 授权 

 

 

(11) 在 License 授权页面，单击<下一步>按钮，进入双机热备页面。 

图2-18 配置双机热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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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-19 配置热备搭建相关参数 

 

 

图2-20 双机热备搭建中 

 

 

(12) 热备搭建完成后，单击<下一步>按钮，进入高级配置页面，可选择进行大页配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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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3) 配置完成后，单击<完成>按钮，管理平台初始化完成，将自动进入管理平台界面。 

3 升级 

3.1  升级前准备 

• 请根据正常升级流程进行升级前数据备份以及环境检查等工作。 
• 升级脚本执行时会对各节点存储空间进行检查，检查规则如下，可提前自行检查是否满足。 

表3-1 升级前检查表 

检查内容 说明 

升级检查条件（根目录） 

• 管理节点或者双机热备的主节点，需要空间、计算方式：根目录剩余空间> (根

目录总空间*30% +5GB) 

• 双机热备的备节点，需要空间、计算方式：根目录剩余空间> (根目录总空间*30%+

升级包压缩包大小+升级包解压后目录总大小+5GB) 

• 其他 CVK 节点，需要空间、计算方式：根目录剩余空间>(根目录总空间*30% + 

CVK 升级包压缩包大小+CVK 升级包解压后目录总大小+ 5GB) 

单独升级CVK 
• root 目录剩余空间大于 20GB 

• /vms 目录剩余空间大于 5GB 

ONEStor升级检查 

如果监控仲裁节点是使用虚拟机，则会检查diamond进程，此进程需要虚拟机内存大

于24GB才能启动。终端会自动跳过该进程的检查。（故文档开头已说明虚拟机内存

规格需24GB及以上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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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 升级 

(1) 通过 SSH 客户端，登录 Workspace 主节点主机后台，进入版本升级包解压目录。 
(2) 执行./vdi_upgrade.sh.x -o -s cas，单独串行升级 Workspace。（如果监控仲裁节点为虚拟机，

则该虚拟机需要单独升级 Workspace，同样在该节点执行./vdi_upgrade.sh.x -o -s cas 即可） 

图3-1 执行升级命令 

 

 

图3-2 开始升级 

 

 

(3) 后台检查两服务器节点Workspace 以及监控仲裁节点 CVK 完成升级后，分别手动执行 reboot
重启节点。 

(4) 重启后，再次登录双机热备主节点，使用./vdi_upgrade.sh.x -o ONEStor offline 命令升级

ONEStor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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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-3 升级 ONEStor 

 
 

(5) Workspace 和 ONEStor 版本升级到目标版本后，根据产品升级指导进行业务恢复操作。 

4 监控仲裁节点替换 
在使用过程中，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终端损坏后，可通过如下步骤进行终端的替换操作。该终端既作

为 ONEStor 的监控节点，又作为双机热备的仲裁节点，所以需要替换两个地方，一是 ONEStor 的
监控节点，可通过界面直接删除原节点、添加新节点的方式替换；二是双机热备的仲裁节点替换，

需要后台通过脚本进行替换。流程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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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4-1 监控仲裁节点替换流程图 

 
 

4.2  新终端或虚拟机准备 

此过程与初始化时安装终端或虚拟机一致。 
(1) 安装新的监控仲裁节点，使用与当前环境一致的 ISO 安装包。安装完成后，通过控制台配置

好管理 IP 地址。 

图4-2 监控节点控制台 

 

 

(2) 使用终端时，以同样的方式配置好存储内外网地址；使用虚拟机时，可为虚拟机单独添加存

储网卡，然后分别配置网络地址。然后检查该新终端/虚拟机和两服务器存储内外网的联通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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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4-3 检查新终端/虚拟机和存储内外网连通性 

 
 

4.3  ONEStor监控节点替换 

(1) 管理平台上进入[ONEStor/主机管理/监控节点]页面，可看到当前异常的监控节点，将该监控

节点删除。 

图4-4 监控节点页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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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4-5 删除异常节点 

 

 

图4-6 确认删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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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4-7 删除成功 

 

 

(2) 在管理平台上进入[ONEStor/主机管理/监控节点]页面，增加监控节点。 

图4-8 增加监控节点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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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4-9 增加监控节点 2 

 

 

图4-10 确认节点信息 

 

 

图4-11 监控节点替换成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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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 双机热备仲裁节点替换 

在此方案中，终端或虚拟机不仅作为 ONEStor 的监控节点，同时还作为双机热备的仲裁节点，因

此还需替换双机热备的仲裁节点。 
(1) 查看此时双机热备的仲裁节点已离线。 

图4-12 查看节点状态 

 

 

(2) SSH 登录双机主节点后台，在替换仲裁节点后，执行如下命令恢复双机热备配置。命令为：

/opt/bin/ms_recovery.sh controller peer-node-ip peer-node-root-password。其中 controller
为必填参数；peer-node-ip 表示新的仲裁节点 IP 地址；peer-node-root-password 表示新的仲

裁节点的 root 密码（本文以 Passw0rd@_为例）。 

图4-13 恢复双机热备配置 

 
 

(3) 恢复双机热备配置命令执行完成后，需输入 service cmsd status 命令查看 cmsd 服务状态，

若 cmsd 服务状态为 inactive(dead)，则需输入 service cmsd start 命令手动启动 cmsd 服务，

等待几分钟待服务完成启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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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4-14 查看并手动启动 cmsd 服务 

 
 

(4) 在界面上执行双机热备切换，可查看到热备正常切换，说明新的仲裁节点生效。 

图4-15 仲裁节点替换成功 

 

 

5 附录 

5.1  交换机配置示例 

交换机配置和三节点部署相比，唯一区别是终端网卡连接的交换机端口需要配置为 trunk，且允许

管理网和存储内外网的 VLAN 通过，并将 PVID 配置为管理 VLAN（根据现场网络环境进行具体配

置，最终目的是为了该端口可同时通过管理网、存储内网和存储外网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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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5-1 交换机配置示例 

 

 

5.2  C106V、C107V、C108V系列终端网卡无法识别故障 

C106V、C107V、C108V 系列终端的网卡型号为 Realtek/RTL8111H，可能出现系统无法识别网卡

的情况，此时需要手动加载网卡。故障处理方法： 
(1) 使用 SSH 软件，使用 root 账户登录系统。 

(2) 输入并执行以下命令： 
modprobe –r r8169 

modprobe –v r8169 


	1  两节点介绍
	2  安装部署
	2.1   软硬件需求
	1.  服务器配置要求
	2.  终端配置要求
	3.  虚拟机配置要求

	2.2   组网
	2.2.1   使用云终端作为监控仲裁节点
	2.2.2   使用虚拟机作为监控仲裁节点组网

	2.3   服务器节点安装
	2.4   终端节点安装
	(1) 制作U盘启动盘，操作步骤与服务器一致，请参见《H3C Workspace云桌面 安装部署指导》4.2制作U盘启动盘一节。
	(2) 按下终端电源按钮，并按F12，选择U盘启动。
	(3) 开始安装Workspace，等待系统安装完成后，重启设备。
	(4) 重启后，通过控制台配置管理网。由于云终端通常只有一个千兆以太网网卡，因此，云终端需要配置网络复用，单千兆网卡复用管理网、存储内网和存储外网。
	(5) 使用SSH软件，使用root账户登录系统。
	(5) 在/opt/bin目录下配置存储内网和存储外网IP地址。存储内网IP地址配置命令举例：[root@cvknode95 bin]#uis_cfg_thin.sh –i 10.10.29.3 –m 255.255.255.0 -v1933；存储外网IP地址配置命令举例：[root@cvknode95 bin]#uis_cfg_thin.sh –e 10.10.30.3 –m 255.255.255.0 -v 1933
	(6) 配置终端网口复用存储内外网。
	(7) 修改root密码，确保终端节点root密码和两台服务器部署时候修改的密码一致（本文以Passw0rd@_为例）。

	2.5   虚拟机节点安装
	(1) 使用SSH软件，使用root账户登录系统。
	(2) 为虚拟机的指定网卡配置存储网地址的配置命令举例：

	2.6   初始化部署
	(1) 系统完成安装后，为一台服务器配置好静态IP，然后用此IP登录管理平台。
	(2) 配置时钟服务器。
	(3) 选择超融合架构，办公场景。
	(4) 设置网络规划参数。
	(5) 配置服务器网卡，此处只需要配置两台服务器的网卡信息即可。
	(6) 将所选的2台服务器添加到集群，添加的时候需要修改root密码（本文以Passw0rd@_为例）。
	(7) 增加外部监控节点：此时，2台服务器的网络信息已经配置完成，登录后台查看存储内外网的IP地址，确保给终端监控节点配置的存储内外网地址大于这2台服务器的地址（比如当前2台服务器的存储内网地址分别为10.10.30.1和10.10.30.2，那终端的存储内网地址可以配置为10.10.30.3及以后的地址））。
	(8) 配置外部监控节点信息。
	(9) 单击<下一步>，在弹出对话框中单击<确定>按钮，开始部署。
	(10) 部署完成后，单击<下一步>按钮，进入License授权页面，可暂时先不授权，待部署完成后，进入管理平台License页面进行授权。
	(11) 在License授权页面，单击<下一步>按钮，进入双机热备页面。
	(12) 热备搭建完成后，单击<下一步>按钮，进入高级配置页面，可选择进行大页配置。
	(13) 配置完成后，单击<完成>按钮，管理平台初始化完成，将自动进入管理平台界面。


	3  升级
	3.1   升级前准备
	3.2   升级
	(1) 通过SSH客户端，登录Workspace主节点主机后台，进入版本升级包解压目录。
	(2) 执行./vdi_upgrade.sh.x -o -s cas，单独串行升级Workspace。（如果监控仲裁节点为虚拟机，则该虚拟机需要单独升级Workspace，同样在该节点执行./vdi_upgrade.sh.x -o -s cas即可）
	(3) 后台检查两服务器节点Workspace以及监控仲裁节点CVK完成升级后，分别手动执行reboot重启节点。
	(4) 重启后，再次登录双机热备主节点，使用./vdi_upgrade.sh.x -o ONEStor offline命令升级ONEStor。
	(5) Workspace和ONEStor版本升级到目标版本后，根据产品升级指导进行业务恢复操作。


	4  监控仲裁节点替换
	4.2   新终端或虚拟机准备
	(1) 安装新的监控仲裁节点，使用与当前环境一致的ISO安装包。安装完成后，通过控制台配置好管理IP地址。
	(2) 使用终端时，以同样的方式配置好存储内外网地址；使用虚拟机时，可为虚拟机单独添加存储网卡，然后分别配置网络地址。然后检查该新终端/虚拟机和两服务器存储内外网的联通性。

	4.3   ONEStor监控节点替换
	(1) 管理平台上进入[ONEStor/主机管理/监控节点]页面，可看到当前异常的监控节点，将该监控节点删除。
	(2) 在管理平台上进入[ONEStor/主机管理/监控节点]页面，增加监控节点。

	4.4   双机热备仲裁节点替换
	(1) 查看此时双机热备的仲裁节点已离线。
	(2) SSH登录双机主节点后台，在替换仲裁节点后，执行如下命令恢复双机热备配置。命令为：/opt/bin/ms_recovery.sh controller peer-node-ip peer-node-root-password。其中controller为必填参数；peer-node-ip表示新的仲裁节点IP地址；peer-node-root-password表示新的仲裁节点的root密码（本文以Passw0rd@_为例）。
	(3) 恢复双机热备配置命令执行完成后，需输入service cmsd status命令查看cmsd服务状态，若cmsd服务状态为inactive(dead)，则需输入service cmsd start命令手动启动cmsd服务，等待几分钟待服务完成启动。
	(4) 在界面上执行双机热备切换，可查看到热备正常切换，说明新的仲裁节点生效。


	5  附录
	5.1   交换机配置示例
	5.2   C106V、C107V、C108V系列终端网卡无法识别故障
	(1) 使用SSH软件，使用root账户登录系统。
	(2) 输入并执行以下命令：



